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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学生工作部 
 

 

东大委学„2019‟7 号 

                             

 

 
关于表彰 2018-2019学年优秀本科生党支部、
优秀本科生党支部书记、优秀本科生党员的

决定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深入贯彻第二十六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积极

实施“对标争先”建设计划，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委学工部组织开展了

2018-2019 学年优秀本科生党支部、优秀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优秀本科生党员评选。经院系推荐、专家评审，共评出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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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等 10 个优秀本科生党支部、乔润

泽等 12 名本科生党支部书记、王怡鹤等 62 名优秀本科生党

员，现予以表彰。 

    希望全体党员以受表彰的党员同志和党支部集体为榜

样，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秉承“止于至善”的校训，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附件：1. 东南大学 2018-2019 学年优秀本科生党支部名单 

      2. 东南大学 2018-2019 学年优秀本科生党支部书记名

单 

      3. 东南大学 2018-2019 学年优秀本科生党员名单 

 

                           

 

东南大学党委学工部 

                         2019 年 6 月 19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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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南大学 2018-2019 学年优秀本科生党支部
名单 

 

共 10 个 

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能源与环境学院本科生九龙湖党支部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土木工程学院本科生 2015 级党支部 

数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电气工程学院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交通学院 2015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艺术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医学院低年级本科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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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南大学 2018-2019 学年优秀本科生党支部
书记名单 
 

共 12 人 

建筑学院 14 级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乔润泽 

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书记          张 曼 

能源与环境学院本科生九龙湖党支部书记      张家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吕林华 

土木工程学院本科生 2015 级党支部书记       陈昊辉 

数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周 晓 

计算机学院本科毕业年级党支部书记          王亚宁 

人文学院本科生高年级党支部书记            何丹丹 

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书记                张亚萍 

交通学院 2015 级本科生第一党支部书记       周润瑄  

交通学院 2015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书记       张靖霖 

吴健雄学院第一学生党支部书记              张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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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东南大学 2018-2019 学年优秀本科生党员名
单 
 

共 62 人 

建筑学院 （7 人） 

01214207 王怡鹤  01515117 叶 聪    01215118  李昊伦 

01215112 李艳妮  01215101 陶梦烛   01115325  费 诚 

01115126  邱一诺 

机械工程学院（3 人） 

02616117 孙 铭   02616113 王家政   02016124  苟 盼 

能源与环境学院（4 人） 

03115625 王路达   03015208 陈  鹏   03015234  郑 道   

03215722 张嘉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 人） 

04015335 石城毓  04016421 李子健 

土木工程学院（2 人） 

05115610 卢  毅  05116221 常  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 人） 

06015136 张滕远  06015325 陈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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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1 人） 

07215105 诸葛晓婷 

自动化学院（1 人） 

08015126 冉智丹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人工智能学院（3 人） 

09015335 叶橄强   09015336 张奕裕   71116148 李元亨 

物理学院（1 人） 

10115114 李新新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2 人） 

11115122 缪居正   11216133 马靖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 人） 

12015305 封媛佳 

人文学院（3 人） 

13115106 程心如   13115128 郑德祺   13415130 周子菲 

经济管理学院（5 人） 

14215109 马明畅   14415228 黄伟平   14515116 陈冰伦 

14515219 周路妍   14915125 王论意 

电气工程学院（4 人） 

16015509 程  澍   16015607 庄文楠   16015623 秦晓阳 

16015109 杨龙飞 

外国语学院（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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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5114 宋纯逸 

化学化工学院（2 人） 

19216122 关贵钰   19116102 冯一鸣 

交通学院（7 人） 

21015106 张珺玮   21015109 戴昇宏   21015110 彭  铖 

21015115 季钧一   21015218 曹家铖   21715235 曹宏斌 

21815125 金  雨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2 人） 

22015304 刘倩雯   22015225 张啸天 

艺术学院（2 人） 

24316122 王恒强   24316103 孔思璇 

法学院（1 人） 

25015204 范  洁 

医学院（3 人） 

43115311 朱笑笑   43214509 管忆楠   43814110 王清霞 

公共卫生学院（1 人） 

42115110 臧一腾 

吴健雄学院（1 人） 

03015001 金宇晖 

无锡分校（1 人） 

06215602 应鑫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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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

务单位  

 东南大学党委学工部                 印发日期印发 


